
    

 

‧林昆海 

【研究保育】 

過年前接獲中寮山的民眾

線報，當地野溪深潭遭放生 80- 

100 條的錦鯉，我們在第一時間

就通知市府相關人員，可能受

限於層級和權責，加上敏感度

不夠，過了 2 週以後還是沒有

處理，因此我們在 16 日寫信到

市長信箱並邀請媒體到現場會

勘，透過媒體的報導讓社會大

眾知道錯誤的放生行為對生態

的衝擊。17 日市府動保處派人

到現場撈除，撈除的動作仍在

進行中！放生是很容易的，撈

除卻要耗費大量的人力成本，

還不見得可以完全！政府應追

究放生者的責任並負擔撈除的

成本，同時召開檢討會議，以

釐清相關法令與各單位的權

責，從這次事件當中學習，減

少類似案例再度發生。 

草鴞的野外調查工作持續

進行，在荒郊野外沒有道路的

環境進行調查非常的辛苦，感

謝洪福龍大哥，我們希望今年

繁殖季前有好消息！ 

春天到，灰面鷲、赤腹鷹

即將來到！鳳山丘陵即將受到

國道七號的開發而影響過境猛

禽的夜棲和遷移，請鳥友們這

段期間共同來調查、守護牠

們，讓相關單位知道這些候鳥

的重要和珍貴，務必將國道七

號開發的生態衝擊降到最低。 

一連串的生態破壞事件層

出不窮，顯示保育工作需要更

多人參與，我們需要更多的會

員和支持者共同來守護所珍愛

的環境與生物。鳥友們！請發

揮您的影響力，邀請更多志同

道合的朋友來加入鳥會與保育

的行列！不要讓這些美麗的生

物與環境在我們這一代消失。 

1.1/29 繫放研究團隊於會館進

行 2011 年第一季繫放聚會，共

計 18 位伙伴參與，感謝宋心

怡、洪貫捷及洪惠章大哥的分

享；會中除訂定本年度的工作

項目，也決議在鳥語裡公告每

次的繫放時間，以讓有興趣的

鳥友得以參與觀摩、學習。 

2.2/01 至中寮山別墅區前深潭

會勘錦鯉被放生的現場，已知

會農業局，待過年後邀集記者

前來採訪報導。2/16 召開中寮

山錦鯉記者會，共計有蘋果日

報、聯合報、中國時報及港都

新聞等四家媒體到場報導，同

日並寫信到市長信箱。2/21 接

獲市長信箱回函，指出市府接

獲通知後，動物保護處已於 17

日派員前往處理。 

3.2/8 專職楊玉祥與洪子倫、洪

惠章及謝季恩鳥友前往原生植

物園進行外來種白腰鵲鴝之移

除工作，當天雖發現公、母鳥

各 1 隻，但移除工作並未成功。

2/10 與謝季恩鳥友再次前往進

行誘捕，成功捕獲公鳥並帶回

收容，但不見母鳥蹤跡，會持

續進行監測追蹤。 

4.2/10 屏東林管處旗山工作站

葉招宏先生前來訪視。 

5.2/13 參加「向大自然學設計」

中寮山的野溪深潭遭放生錦鯉近百條，2/16 召開記者會，媒體於現場採訪拍報導



   

新書發表會。 

6.2/14 與陳俊銘建築師、劉姮

君鳥友、市府何柏仕討論鳥松

濕地自然中心的整修案。 

7.2/16 會館舉行「2011 年全台

繁殖鳥類調查」說明會，由特

生中心研究員范孟雯、黃國維

兩人主講，共有 25 位鳥友參加。 

8.2/21 養工處召開「永安濕地

整建工程」規劃前現勘並聽取 

大家的意見，但仍強調土地使 

用須獲得台電總公司的同意。 

9.2/22 專職楊玉祥於原生植物

園進行調查工作時，發現水域

內有隻外來的爬蟲類，隨即捕

捉後帶回收容；經查證後為俗

稱「屋頂龜 Kinosternon sp.」之

寵物龜，應是民眾所棄養。 

10.「台灣夜鷹夜間鳴叫地點調

查」開始啟動囉！請鳥友多多

提供台灣夜鷹的出現日期、數

量、鳴叫時間、出現地點或地

址及環境描述等相關資訊。 

11.大高雄 2011 春季鳥口普查

訂於 4 月 9-10 日同步調查，本

次以留鳥、夏候鳥及北返候鳥

為調查重點，請鳥友多多支援。 

【教育推廣】 

1.1/28、2/18 召開「鳥松濕地環

境教育推廣計畫會議」，感謝黃

淑貞、翁秀麗、趙雪惠、林傳

傑、王瓊玲、梁靖薇、葉昭瑜、

林昆海、方雅玲等人參與討論。 

2.2/12-13 鞍馬山賞鳥行，感謝

領隊陳添彥鳥友的事先規劃與

帶隊解說，第一天雖逢寒流來

襲，需在雲霧中尋鳥蹤，但大

夥兒運氣極佳，當天就已收集

到「白蘭地」白頭鶇、藍腹鷴、

帝雉這三大鳥種，更觀察到難

得一見的唐秋沙，鳥友們大呼

過癮！ 

3.2/20 繽紛飛羽舞鰲鼓活動，

感謝楊玉祥、曾麗霞夫妻擔任

領隊。本活動中巧遇澤鵟與遊

隼同時追捕反嘴鴴的精采演

出，因為是表演賽，所以並無

任何鳥類傷亡，難得一見的畫

面令鳥友們拍案叫絕！ 

4.一月月會演講感謝特生中心

林旭宏及施禮正先生分享「蛾

類介紹與蛾類資料整合」；二月

生態講座感謝吳世鴻鳥友分享

「標記黑面琵鷺度冬與繁殖地

分布研究」；吳淑惠鳥友教作

「拼布 DIY 創作‧蝙蝠」；月會

演講則感謝特生中心野生動物

急救站詹芳澤獸醫師分享「野

生動物的救援與保育」。 

【行政總務】 

1.提醒鳥友，您今年(100 年)度

的會費繳交了嗎？煩請撥冗到

會館或以信用卡、郵局劃撥的

方式來繳交會費喔！家庭會員

1700 元；個人會員 1200 元；學

生會員 600 元。 

2.2/25 舉行「鳥友迎新及慶生

會」，除歡迎新鳥友也為 2、3

月的壽星慶生，當晚約有 15 位

鳥友參加；下次活動將在 4/29 

(五)舉行，歡迎 4、5 月的壽星

與新加入的鳥友同 

來共聚與共享。 

 

 

 

 

 

 

 

                             ‧李翠紅、王阿義、郭玉鳳

    100 年度新的多元就業人

員已於 1 月 1 日起陸續報到服

務，望請鳥友能多多給於支持! 

【棲地維護工作】 

1.義工協助將貨櫃屋後方的廢

木板，搬運至天池堆放。 

2.感謝義工呂學樺支援將園區

內小灌木掛上名牌，以讓民眾

能更加認識園區的植物。 

3.自然中心新增展示，包括：

水生昆蟲觀察箱、鳥羽、水漂

種子、變葉植物等，也在一位

↑園區植栽移植 

日期：100 年 3 月 26 日(六) 

時間：09：00-12：00 

地點：高雄市新移民家庭福利

服務中心(市議會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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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內容/地點 解說員／講師 人數 日期 內容/地點 解說員/講師/領隊 人數

0102 生態講座：鳥松濕地 楊公權 15 0220 頎邦科技：鳥松濕地 朱崇文 20 
0102 鳥類觀察：中寮山 曾志成 5 0220 圖說繪本：鳥松濕地 卓秋燕 10
0109 導覽解說：鳥松濕地 陳秀華 8 0220 鳥類觀察：茄萣濕地 鄭和泰 12
0109 鳥類觀察：衛武營 邱鳳松 10 0227 導覽解說：鳥松濕地 王瓊玲 15
0115 野草觀察：高都公園  魏銀南 12 大型生態旅遊活動 
0116 鳥類觀察：茄萣濕地 鄭和泰 15 0121-24 金門賞鳥行 洪福龍 黃國彰 34
0116 親子 DIY：鳥松濕地 姜瑞瑤 8 0122 親子冬令營：七股 翁秀麗 23
0123 鳥類觀察：永安濕地 吳崇祥 3 0123 奮起湖大凍山綠色之旅 凌明裕 20
0123 導覽解說：鳥松濕地 周俊安 孫翠敏 15 0212-13 鞍馬山(大雪山)賞鳥行 陳添彥 20
0123 鳥類觀察：高美館 盧金泉 黃百崇 10 0220 繽紛飛羽舞鰲鼓 楊玉祥 曾麗霞 20
0130 圖說繪本：鳥松濕地 吳淑惠 17 鳥松濕地公園假日值勤義工 
0206 鳥類觀察：中寮山 曾志成 12 0102 陳秀華 朱崇文 陳慧蓉 0109 吳寶鳳 黃淑貞 
0213 鳥類觀察：衛武營 邱鳳松 8 0116 鄭政卿 李委靜 余品慧 0123 王瓊玲 陳冠華 
0213 導覽解說：鳥松濕地 吳泂俊 20 0130 林傳傑 葉昭瑜 0213 翁秀蓮 翁秀麗 
0219 野草觀察：衛武營 胡惠強 6 0220 邱鳳松 施俊雄 施文茜 0227 洪福龍 柯金儀 

 
    

熱心歐吉桑熱心的協助，利用

現有木板，釘製了新的工作檯。 

4.自然中心前挖掘一個水池，

讓野鳥可以有喝水及洗澡處。

將倒木放置於觀察步道旁，以

營造爬蟲動物之家。 

5.中央步道入口處架設圍網，

防止釣客及遊客入內，以免發

生危險並影響生物生存。 

6.清除教學池雜草，以挪出空

間種植大安水蓑衣、野薑花。

將荸薺、印度莕菜、野薑花移

植到大池；出水口附近種植鴨

跖草；移植海州常山於木棧道

旁；西側入口處種植朱槿。 

7.移除大池及岸邊的木樁、枯

枝；清除出水口閘門雜草及沉

沙池、小池間的小花蔓澤蘭。 

8.最近常發現有夜鷺站在小池

岸邊及刺竹上。在賞鴨平台旁

的冇骨消處設置圍網，以免鴨

子啄食影響冇骨消生長。 

9.沉沙池馬達故障，觀光局已

派人換新，並加蓋保護。 

10.整理蝴蝶食草時，先前以為

消失的飛龍掌血終於露臉了。 

11.濕地旁的麥當勞搬家了，日

後園區的垃圾量應也會減少！ 

【社區推廣及參訪團體】 

1.屏科大丁教授及營建署李主

任分別至園區勘查。 

2.2/17 理事長與義工聚會。 

3.2/18 地檢署吳小姐到鳥松濕

地討論今年度社會勞動專案。 

4.2/20 鳥松濕地義工春聚，感

謝義工的付出，並報告今年度

的主要工作，約有 30 位參加。 

100.2.17  
目別 昆蟲名 種數

鞘翅 六條瓢蟲。赤星瓢蟲 
黃瓢蟲。藍金花蟲 

4 

雙翅 泥大蚊。肉蠅。微腳蠅

麗蠅。長足虻。食蚜蠅

6 

膜翅 義大利蜂。黃胸泥壺蜂  2 
蜻蛉 紅腹細蟌。青紋細蟌 

橙尾細蟌。善變蜻蜓 
4 

半翅 水黽。稻緣椿(若蟲) 2 
同翅 小青蛾蠟蟬。夾竹桃蚜蟲

埃及吹棉介殼蟲。葉蟬

4 

鱗翅 黑點粉蝶。台灣黃蝶 

黃斑挵蝶。紅擬豹斑蝶

樺斑蝶。紋白蝶。尺蛾

黑星挵蝶。鳳斑蛾。螟蛾

波紋、迷你小灰蝶 

12

直翅 褐背細蟴 1 
等翅 白蟻 1 
脈翅 草蛉 1 
 共計 40 

清除池子裡的落葉與垃圾                 整理溪流區的水生植物


